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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研究微种植支抗在 栽憎藻藻凿鄄酝藻则则蚤枣蚤藻造凿 定向力矫治技术中的应用袁对治疗效果的影响遥 方法院回顾性分析 圆园园怨耀

圆园员源 年就诊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的 员愿 位诊断为安氏域类一分类或者安氏玉类的需要拔除上下颌 源 个双尖牙的上颌
前突成年患者袁这些患者愿意选择植入微种植体支抗袁并使用 栽憎藻藻凿鄄酝藻则则蚤枣蚤藻造凿 定向力矫治技术进行矫治遥 分别对治疗前后的多
项数据进行测量对比袁研究其意义遥 结果院员愿 位患者均顺利完成矫治袁面型均得到较大改善遥 治疗前后的配对 贼 检验显示下中切

牙原下颌平面角渊陨酝孕粤冤平均减少了 苑援怨怨毅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粤晕月 角平均减少了 员援缘远毅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韵孕 角平均减少了 园援缘源毅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在
角平均增大了 员员援源圆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遥 结论院在 栽憎藻藻凿鄄酝藻则则蚤枣蚤藻造凿 定向力矫治技术中袁微种植体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抗袁并取得较为满意

的治疗效果遥 由于其不依赖患者的配合袁有更广的适用范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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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袁人们不仅对牙齿越
来越重视袁对面部的美观和协调更是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遥上颌前突是正畸临床中导致患者就诊的主要
原因之一咱员暂遥 常见于安氏域类一分类和安氏玉类双
颌前突错 畸形患者遥 此类患者中尤以伴有骨性上
颌前突者难度更大遥 栽憎藻藻凿鄄酝藻则则蚤枣蚤藻造凿 定向力矫治
技术自 圆园 世纪 源园 年代创立以来袁 其完善的矫治
理念及其对支抗的精确控制令人叹服袁尤其是在一
些难度较大的高角病例伴有上颌前突尧下颌顺时针
旋转的域类错 以及开 的矫治方面有着近乎完
美的疗效遥 但其复杂的弓丝弯制袁以及对患者配合
的依赖使许多正畸医生望而却步咱圆暂遥
随着微种植体支抗在正畸治疗中的广泛应用咱猿鄄源暂袁
有文献报道了使用微种植体来压低后牙的病例袁在
一些严重的开 病例中甚至能够部分的取代颌骨
手术遥同时也有很多应用微种植体压低上颌前牙的
报道咱缘暂袁这些报道提示了使用微种植体支抗能够有
效达到压低前牙的目的并最大程度地避免负作用袁
而且还不依赖于患者的配合遥
近年来袁有学者提出了利用微种植体支抗结合
栽憎藻藻凿鄄酝藻则则蚤枣蚤藻造凿 定向力矫治技术来完成治疗袁并
有相关病例的报道咱远暂遥 本文旨在对微种植体支抗在
栽憎藻藻凿鄄酝藻则则蚤枣蚤藻造凿 定向力矫治技术中的应用做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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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袁为临床实践提供更多选择遥
员
员援员

对象和方法

对象
选择 圆园园怨耀圆园员源 年就诊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
口腔医院的 员愿 例上颌前突成年患者袁其中男 圆 例袁
女 员远 例袁年龄 员愿耀猿猿 岁袁平均年龄 圆圆援猿 岁遥 纳入标
准院淤上颌前突病例曰于诊断为安氏域类一分类或
者安氏玉类袁需要拔除上下颌 源 颗前磨牙曰盂选用
微种植体支抗遥
员援圆 方法
入选的 员愿 位患者均拔除上下颌 源 颗前磨牙渊缘
例患者拔除双侧上颌第一前磨牙尧 下颌第二前磨
牙袁其余病例均拔除 源 颗第一前磨牙冤袁选用微种植
体支抗袁 结合经典的 栽憎藻藻凿鄄酝藻则则蚤枣蚤藻造凿 定向力矫治
技术袁对所有患者进行矫治遥 拍摄治疗前尧后的 载
线头颅定位侧位片袁分别对治疗前后的相关数据进
行测量对比遥
所有患者均使用经典的 栽憎藻藻凿鄄酝藻则则蚤枣蚤藻造凿 定向
力矫治技术袁根据患者矫治难度袁使用 圆耀源 颗微种
植支抗袁分别植入上颌前牙区和上颌后牙区袁用微
种植体牵引替代传统的 允 钩高位牵引遥
经典的 栽憎藻藻凿鄄酝藻则则蚤枣蚤藻造凿 定向力矫治技术将临床
矫治步骤分为以下 源 个阶段咱苑暂遥 淤 牙列预备阶段院上
下 颌分别使用 园援园源猿 糟皂伊园援园缘缘 糟皂 和 园援园源缘 糟皂伊
园援园远猿 糟皂 英寸的不锈钢方丝进行矫治袁 目标是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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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整平曰扭转牙的纠正曰上下颌尖牙远中移动到
位曰末端磨牙的支抗预备曰于 牙列矫治阶段院上下
颌分别使用 园援园缘园 糟皂伊园援园远猿 糟皂 和 园援园源苑 糟皂伊园援园远猿 糟皂
的不锈钢方丝进行矫治袁 目标是关闭拔牙间隙曰上

下颌前牙移动至理想的位置袁下切牙直立在牙槽骨
中间曰维持后牙位置的稳定曰盂 矫治完成阶段院达
到以上目标后袁进行细微和精细调整袁目标是散在
间隙完全关闭曰牙齿最终定位袁咬 关系的完善曰前
牙的美学排列曰过矫正目标的实现曰固定矫治器的
拆除曰榆 保持恢复阶段院由于牙列的功能和肌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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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杂孕杂杂员缘援园 统计软件袁 应用配对 贼 检验袁对

治疗前后的测量指标进行统计袁孕 臆 园援园缘 表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圆援员

结

果

总体情况

所有 员愿 例患者均顺利完成矫治袁 治疗结束时磨
牙和尖牙均达到中性关系袁下前牙内收直立于下颌基
骨上袁上前牙充分内收袁前牙覆 覆盖正常袁后牙尖窝
关系良好袁由于均为成年患者袁故通过对垂直距离良
好的控制袁患者面型均得到较大改善袁达到了美观协
调的预期目标遥 载 线头影测量结果详见表 员遥

活动使牙列恢复到稳定状态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表 员 员愿 例患者 栽憎藻藻凿鄄酝藻则则蚤枣蚤藻造凿 测量法测量指标治疗前尧后配对 贼 检验
测量项目
云酝粤渊毅冤
云酝陨粤渊毅冤
陨酝孕粤渊毅冤
杂晕粤渊毅冤
杂晕月渊毅冤
粤晕月渊毅冤
韵孕渊毅冤
在 角渊毅冤

治疗前
猿园援圆园 依 圆援猿园
缘员援猿员 依 圆援圆源
怨愿援源苑 依 猿援圆圆
愿猿援怨员 依 员援源苑
苑怨援苑苑 依 员援猿缘
园源援员猿 依 员援源愿
员猿援员怨 依 员援猿圆
缘圆援源缘 依 员援远苑

治疗后
圆怨援苑猿 依 圆援远园
缘怨援苑愿 依 员援愿缘
怨园援源苑 依 猿援远猿
愿圆援圆远 依 员援缘员
苑怨援远怨 依 员援源缘
园圆援缘远 依 员援愿远
员圆援远缘 依 员援远源
远猿援愿苑 依 源援源圆

圆援圆 典型病例
患者袁女袁员愿 岁袁主诉院嘴突袁要求矫治遥 面部检
查院双颌前突袁颏部肌肉紧张袁轻微开唇露齿遥 口内
检查双侧磨牙中性关系袁左侧尖牙中性关系袁右侧尖
牙中性偏远中关系袁上中线基本正常袁下中线右偏
员 皂皂遥 上下颌牙列均有轻微的拥挤袁上下颌前牙明显
唇倾袁上下牙列 杂责藻藻 曲线基本正常遥 头影测量值渊表
圆冤显示该患者均角偏高 云酝粤越猿园援员愿毅袁上下前牙唇倾
明显袁 平面偏陡 韵孕越员猿援苑愿毅遥 提示矫治难度较大遥
按照 栽憎藻藻凿鄄酝藻则则蚤枣蚤藻造凿 诊断原理袁 该患者需要
拔除 源 颗第一前磨牙袁双侧后牙区植入两颗微种植
体替代 允 钩的高位牵引袁拔牙间隙尽可能用来直立
下颌切牙袁内收上前牙袁恢复正常的唇倾度和覆
覆盖袁逆时针旋转偏陡的 平面袁控制垂直向的高
度袁恢复患者美观协调的侧貌遥
治疗结束后口内上下颌牙列已经排齐整平袁磨
牙和尖牙中性关系袁前牙覆 覆盖正常袁后牙咬合
关系良好袁磨牙区呈现经典的 栽宰耘耘阅 渊图 圆冤遥 头
影测量分析显示渊图 猿冤袁虽然成年患者下颌没有生
长潜力袁 但是由于做到了对 平面逆时针的旋转袁
韵孕 从 员猿援苑愿毅减小到 员圆援远圆毅使得垂直向距离得到了
有效的控制袁云酝粤 从 猿园援员愿毅减小到 圆怨援园员毅袁 下颌切

治疗前后差值
园援源苑 依 员援园源
原愿援源苑 依 圆援园缘
苑援怨怨 依 员援远园
员援远源 依 园援怨缘
园援园苑 依 园援源缘
员援缘远 依 员援员缘
园援缘源 依 员援园园
原员员援源圆 依 源援园远

贼值
员援怨员远
原员苑援缘猿园
圆员援员苑园
苑援猿源缘
园援苑猿圆
缘援苑缘园
圆援猿园苑
原员猿援源猿怨

孕值
园援园苑圆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园援源苑源
约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猿源
约园援园园员

牙的角度由 员园猿援怨毅减小到 愿苑援员毅袁 使得下颌切牙能够
良好直立于基骨上袁上颌前牙的角度也得到了良好改
善袁在 角由 缘猿援员毅增大为 苑员援缘毅从而面型变得更加美观
协调遥
表 圆 典型病例治疗前后头影测量分析结果 渊毅冤

测量项目
云酝粤渊毅冤
云酝陨粤渊毅冤
陨酝孕粤渊毅冤
杂晕粤渊毅冤
杂晕月渊毅冤
粤晕月渊毅冤
韵孕渊毅冤
在 角渊毅冤

猿

讨

治疗前
园猿园援员愿
园源缘援怨员
员园猿援怨园
园愿猿援圆源
园愿员援圆源
园园圆援园园
园员猿援苑愿
园缘猿援员园

治疗后
圆怨援园员
远猿援愿怨
愿苑援员园
愿员援怨园
苑怨援愿园
园圆援园怨
员圆援远圆
苑员援缘园

论

对于成年前突患者袁如果再伴有下颌平面角度
过高袁那对于临床治疗是非常具有挑战的遥 正确的
诊断及恰当的矫治方法是治疗成功的关键袁面部形
态仍是医生要考虑的首要问题遥现在主流的直丝弓
矫治技术袁主要是通过滑动法关闭间隙袁不可避免
会消耗后牙的支抗袁 经常会出现磨牙的近中倾斜尧
伸长尧过山车效应等不利的改变咱愿暂遥 对于下颌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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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员

矫治前渊粤冤尧矫治过程渊月冤尧矫治完成渊悦冤尧矫治结束 圆 年后渊阅冤口内像

图圆

粤

月

矫治前渊粤冤尧矫治完成渊月冤尧矫治结束 圆 年后渊悦冤面像

绿线表示矫治前袁红线表示矫治之后遥
图 猿 头影测量重叠图

角偏高或高角的患者来说袁如果没有注重垂直向的
控制袁 那对于患者的面型将是灾难性的遥 经典的
栽憎藻藻凿鄄酝藻则则蚤枣蚤藻造凿 矫治技术自 圆园 世纪 源园 年代创立以
来经久不衰袁其通过完善的定向力系统尧序列预备支
抗及 员园鄄圆 技术袁矫治伊始就对各个牙齿精确控制袁并
通过对 平面的控制袁 达到下颌骨逆时针旋转的目

悦

标袁对于此类患者能够最大程度的改善面型咱怨暂遥
但是要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就是患者良好的配
合袁每天 允 钩的佩戴是一切目标实现的基础遥 对于需
要极强支抗及配戴双 允 钩的患者袁成年人每天 愿耀员圆 澡
佩戴 允 钩袁显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咱员园暂遥 近年来有
很多利用微种植体来做支抗的报道袁微种植体作为
一种骨支持式支抗形式袁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野绝对
支抗冶袁与传统支抗相比袁其有众多的优势院植入部
位选择面广袁施力角度灵活袁异物感小袁不依赖患者
的配合等遥
本次研究就是结合了微种植体支抗和经典的
栽憎藻藻凿鄄酝藻则则蚤枣蚤藻造凿 定向力矫治技术袁取微种植体支抗
的优势来补偿 栽憎藻藻凿鄄酝藻则则蚤枣蚤藻造凿 技术中依赖患者配
合的这一劣势遥 对于难度较大的成年患者来说袁矫
治成功的关键在于支抗预备和垂直向的控制遥更好
的垂直向控制能使水平向的矫正更容易做到咱员员暂遥成
功的垂直向控制在于对 平面的控制袁这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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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牙段的垂直向控制袁特别是上颌前牙段

遥 从

矫治过程中可以发现袁 采用种植支抗压低后牙时袁
由于施力位置位于牙齿的颊侧袁 磨牙容易发生颊向
倾斜袁上颌磨牙舌尖容易下垂袁需要在大尺寸不锈钢
方丝上加上较大的冠舌向转矩才能对抗这个不利的
效应遥 由于成年患者没有生长的潜力袁如果再伴有下
颌平面角过高袁 平面角度过大袁微种植支抗可以不
依赖患者的配合袁对垂直向的控制更切实可靠遥
除去支抗类型的选择袁正确的诊断尧合理的设
计尧精确的弓丝弯制袁仍是定向力矫治技术的精髓袁
也是成功治疗这类复杂成年病例必要的保障遥

栽憎藻藻凿鄄酝藻则则蚤枣蚤藻造凿 定向力矫治技术在严重的前
突高角病例的治疗方面有着独特的疗效遥但是患者
的配合一直是困扰医生的一个难题袁微种植支抗的
出现给了医生一个很好的选择袁能够更加精确地在
三维方向上控制牙列袁以达到最佳的矫治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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